特別報導

戒慎虔誠
蘇拉防颱實記
文／彭薇勻、黃思齊、江珮如、黃小娟、葉宜琳
楊舜斌、鄭富元、王承祖、曾秀英、沈健民

醫同心

花蓮慈院總務室張世寰主任在防颱會議上簡報蘇
拉颱風的最新動態與因應措施。攝影／彭薇勻

總務室警勤組同仁正在放置地下停車場入口的
防水擋板。攝影／彭薇勻

上了一堂地球科學課。「南半球的颱風

理室同仁立刻按照查檢表針對各項措

順時針轉、北半球的颱風則是逆時針

施逐一查核，落實災害預防對策，並在

轉，原因是地球由西往東自轉，北半球

查核完成後交給院長潘永謙確認。

上面的颱風就會跟著逆時針轉。」簡院
二○一二年編號第九號颱風「蘇拉」

強清掃頂樓、陽臺排水口，在門窗縫

長請同仁們戒慎虔誠面對此次颱風，做

在七月二十八日於菲律賓東方海面生

貼壓 條、 警 示 標 語， 並 準 備 吸 水 被、

好萬全準備；他以二○一一年六、七月

成，路徑緩慢而搖晃，氣象專家形容像

布和沙包備用，各單位落實防颱措施。

到泰國水患賑災的親身經驗為例說明，

「喝醉酒的人」，且具備了「強度夠強、

三十一日下午，高瑞和院長召開防颱

「醫院備用電力多數都放在地下室，當

水氣很多、走得很慢」等釀災三要素。

會議，在軟硬體以及值班人員安全等

時很多醫院都被大水淹掉了……」臺中

上 午， 臺 北 慈 院 召 開 第 二 次 防 颱

慈濟醫療志業體各院戒慎虔誠施行防

均做好準備措施。

慈院面積大、範圍廣，一旦發生緊急狀

會議。臺北慈院位於依山的新店區，

況要立刻通報中央控制室尋找救兵，及

颱風時雨勢都會比較大，因此防止淹

時掌握狀況。

水就成了第一要務。總務室主任陳寧

颱作業，嚴陣以待……

七月三十一日
戒慎防颱 全面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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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間八點三十分，氣象局發布陸上颱

臺北慈濟醫院為了保護病人和醫護
同仁的安全，也召開了第一次的防颱會

風警報。

八月一日
暴雨將至 聚愛護病

議。趙院長在了解颱風動態後希望各單

而位於花東縱谷的玉里慈院和關山

國表示針對容易滲水的電梯和窗縫門

位都要動起來，工務室要檢查包括水和

慈院也不敢大意，颱風警報發布後即啟

縫，都已經使用防水膠帶，位於地下

中央氣象局在前晚發布海上颱風警

油料以及氣體的存量，醫療儀器的不斷

動全院防颱措施。玉里慈院張玉麟院長

室的病歷室門口也堆起了防水沙包；

報，隨著中颱蘇拉逐漸進逼臺灣，花

電系統以及同仁的出勤安全都要顧及，

特別叮嚀同仁要注意自身安全，因應可

工務室主任楊明崇接著說明氣體油料

蓮早已陸續下起間歇性大雨。花蓮慈

就醫資訊的發布也要讓民眾清楚了解。

能發生風雨過大而人員困在院內的情

都在安全存量之中，醫院對外的排水

濟醫院總務室工務組、庶務組以及警

「為什麼北半球的颱風朝逆時針方

況，要確認院內的食材安全存量。關山

溝渠經過檢查也都是暢通的，他們還

勤組早已啟動防颱準備工作，除了特

向運轉？」臺中慈濟醫院的防颱會議

慈濟醫院平時就有一份院內防颱機制

特別觀察附近新店溪以及景美溪的水

別巡視曾經發生漏水的區域外，並加

上，博學多聞的簡守信院長和與會同仁

的查檢表，當陸上颱風警報發布時，管

位，均在安全範圍之內。

人醫心傳 20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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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設備器材，人員的安全也很重

是已排定治療時間、需藉由中醫輔助

要。有鑒於過去的颱風天，許多診所

治療的患者，陳醫師更特別叮嚀遠道

都停止看診，需要就醫的民眾會湧向

而來的病人，藥量可以做適時的調整，

二十四小時服務的大醫院。醫事室主

不必趕在颱風天回診，一切還是要以

任蕭仁良表示，臺北慈院不論遇到多

安全為首要考量。

大的颱風，急診室都會照常收治病人，

顧及同仁上下班安全，大林慈院警

如有異動也會請公傳室發布。長年護

勤股下午視風雨狀況加開交通車，接

持慈院的社區志工也列席提供意見，

送同仁往返醫院與宿舍。甚至有護理

結合大家的力量一起來關心社區。

人員看到阿嬤看完診後趕不上末班交

位於嘉南平原的大林慈院，傍晚即

通車，自告奮勇和另一位同事一起開

感受到風強雨驟的颱風威力。中醫科

著自己的小車，在風雨中將阿嬤平安

主任陳柏全表示，醫生沒有颱風假的

送 回 家。 而 位 於 臺 東 的關 山 慈 院 IDS

問題， 只要有 病人、 門診就 照 常看。

巡迴醫療照常上山看診，持續守護臺

今天冒著風雨前來看病的患者，多數

東地區的民眾健康不停歇。

民眾冒著風雨來院，大林慈院的志工立刻推來
輪椅協助民眾入院看診。攝影／楊舜斌

雖然風強雨驟，大林慈院還是維持正常門診服
務需要就醫的病患，中醫科陳柏全主任叮嚀病
人要以安全為首要考量。攝影／楊舜斌

颱風來臨前夕，關山慈院的同仁拆下衛星收訊
的小耳朵避颱。攝影／黃坤峰

玉里慈院以有限的人力，全院投入防颱，女性
同仁和志工也一起幫忙推沙包。攝影／陳世淵

臺北慈院附近的景美溪，為工務室監控的標的之一。

八月二日
急送傷患 醫護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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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三梯次、十三位村民送達花蓮慈
院，包含一位出生五天的嬰兒。急診部

二日凌晨行至花蓮外海時突然大左轉，

表示，十三位村民中有十位因身體不適

在三點二十分登陸花蓮縣秀林鄉。經過

需要掛號治療，大部分是在撤離過程中

一整夜的強風豪雨，儘管花蓮縣早已宣

受傷的個案。

常門診，並提供二十四小時急診服務。

臺北慈院防颱會議由趙有誠院長主持，各單位
及志工均參與分配任務。攝影／蘇盈盈

從災區協力救援出的民眾。截至下午，

原朝北北西方向前進的蘇拉颱風，在

布停班停課，一早花蓮慈院在仍維持正

臺中慈院簡守信院長在防颱會議上除了請同仁
做好萬全準備，也解說颱風旋轉方向的科學原
理讓大家輕鬆一下。攝影／馬順德

的責任，陸續承接由空勤總隊與消防局

「當時又是大雨又是落石，實在非
常恐怖……」回想遭土石泥流圍困的當

「波波波波……」風雨過後，一早灰

下，餘悸猶存的村民說出心中的驚恐。

濛濛的天空就不時傳來陣陣空中勤務總

在等待醫護人員檢傷、診治的同時，醫

隊直升機的螺旋槳巨響。當蘇拉颱風挾

事室主任邱聖豪帶著同仁到現場協助處

帶豐沛雨量在秀林鄉登陸並引發土石流

理掛號等相關事務，社會服務室主任潘

災情時，花蓮慈院身為臺灣東區唯一醫

國揚隨即安排社工師和志工關懷、並提

學中心，肩負花東地區急重症後送醫院

供熱食，讓剛剛脫困還心有餘悸的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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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四日
白袍前進重災區
志工送信報平安
蘇拉颱風重創花蓮、最嚴重的地區莫
空勤總隊的直升機將秀林鄉受困的病患後送至
花蓮慈院，一降落在靜思堂道侶廣場，總務室
同仁柯柏仰（右一）與急診醫護同仁便衝上前
去緊急救援。攝影／楊均濰

接送病患後，空勤總隊又協助將花蓮慈院準備
的物資運載回災區。攝影／楊國濱

花蓮慈院社服室副主任顏惠美（右起）、林俊龍執行
長和夫人慈聯師姊到秀林鄉和中社區勘災。攝影／彭
薇勻

過於登陸地秀林鄉，其中和平村的「和
仁」與「和中」社區有許多連夜撤離的
災民被安置在和平國小與活動中心。為
了解災區的醫療需求，在北迴線恢復通

們相當感動；社服室副主任顏惠美與志

才剛到臺中慈院上任沒幾天的簡守信

車後，四日下午慈濟醫療志業執行長林

工也提供了生活包，補給貼身衣物及生

院長，清早就與相關主管巡視院區、了

俊龍協同夫人慈聯師姊，以及花蓮慈院

活用品，暫解村民的憂愁。「我家都沒

解同仁到班情形，力求全院平安度過這

感染科專家王立信副院長馬不停蹄地深

了，全部都被石頭沖走了！」緊緊握著

次風雨。一群人在六樓病房區巧遇許南

入和中、和仁社區勘查災情並擬定醫療

高院長的手，王女士訴說著內心的恐

榮副院長，他向簡院長報告剛剛從九樓

協助計畫。

懼，再也壓抑不住激動的心情，止不住

病房巡視下來的情況。部分護理同仁反

「慈濟的醫師來了，要來幫我們看

的淚水滾滾而下。在搶救傷患這段期

應交通上有困難，因此鼓勵大家共乘計

診了！」一看到身穿白袍的林俊龍執行

間，高瑞和院長與護理部章淑娟主任都

程車，也囑咐護理長關心大夜班護理同

長與王立信副院長，在和平國小收容中

在第一時間趕到急診了解狀況，協助相

仁是否平安回家。其實，一早護理部鄭

心的災民們開心不已。留守於和平國小

關處置，並關懷病人及醫護同仁。高院

榮峰督導就已經機動請總務室派車接送

醫療站的吉安鄉衛生所主任莫那．瓦旦

長特別感恩急診團隊提供專業而即時的

無法順利回家的四位護理師；營養組則

表示，這幾天大多是處理病人在清掃時

醫療服務，讓受困的鄉親能安身、安心。

備妥六十份包子，讓下大夜班的護理同

不慎受到的外傷，還有因為泡了太久的

仁有頓溫暖的早餐。

泥水所引起的皮膚病，幸好有當地衛生

緊緊握著高瑞和院長的手，王女士訴說著內心
的恐懼，眼淚不禁落了下來。右為護理部章淑
娟主任。攝影／彭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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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慈院則舉行了第三次防颱會議，

所的同仁，在災後第一時間進駐收容中

有四位小寶寶在颱風夜誕生，讓嬰兒室

心。國軍花蓮總醫院內科部江俊宜醫師

的新生兒增加到三十四位。本來沒有開

也搭船前往和平村，提供鄉親更方便的

診的精神科，因為有病患需要拿藥，身

醫療。感染科專家王立信副院長表示，

心醫學科主任陳益乾義不容辭趕來協

水災過後，除了常見的腸胃道感染造成

助，讓風大雨大的颱風天多了一段溫馨

腹瀉、嘔吐等症狀外，最擔心的就是感

佳話。

染鉤端螺旋體。他提醒鄉親盡量避免赤

由於颱風在花蓮北區登陸，位於花蓮

足清理家園，若有傷口發炎的情形，伴

南區的玉里慈院和臺東關山的關山慈院

隨著發燒、頭痛、畏寒等症狀，一定要

仍堅守崗位，所幸風雨比預期的要小，

到醫療站尋求協助，千萬不可大意。

門診情況也保持正常。

在和平國小現場，花蓮慈院常駐志工

為了解災區的醫療需求，慈濟醫療志業執行長
林俊龍（左二）以及花蓮慈院感染科專家王立
信副院長（左一）一抵達和平國小收容中心，
便前往醫療站關心。右三為衛生所留守的莫那．
瓦旦醫師。攝影／彭薇勻

王立信副院長不但是感染科專家，和藹可親的
他雖然身穿白袍，仍是孩子們最喜歡的醫師，
紛紛圍在他的身旁，述說著颱風來襲的情形。
攝影／彭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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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惠美師姊充當臨時郵差，為目前住在

家在哪裡？」李明宗的小女兒說出心裡

九二一震災的號召而加入災區輔導兒童

花蓮慈院加護病房的和平村病患李明宗

的擔憂。懂事的小女兒還請林執行長與

的營隊，此次竟又因為天然災害而舊地

與家人傳遞訊息。因為中風住進加護病

顏惠美師姊代為向父親轉達家人一切平

重遊。他表示一開始想說災情不大，會

房的李明宗得知顏惠美將前往和平國小

安，請他安心養病。林俊龍執行長特地

不會使不上力，實際參與才發現只要有

收容中心，特地請她順道探視家人，而

拍下小女兒的照片，要帶回加護病房讓

一分同理心，讓他們感覺不孤獨，就是

無法前往醫院的李太太一家人，也將從

李明宗寬心。

最好的關懷。

土石流中搶救出來的健保卡委託顏師姊

深 入 和 中 社 區， 一 路 上 塵 土 飛 揚，

颱風滯留帶來的連日豪雨也讓一些民

帶至醫院轉交給丈夫。「爸爸有慈濟照

映入眼簾的不只是殘破不堪的道路，還

眾面臨屋漏偏逢連夜雨的窘境，一位獨

顧，我不擔心。我比較擔心的是未來的

有從山邊沖刷下來的巨石擋住了去路，

居的羅爺爺原本堆積的大量雜物被滲漏

驚人的土石流從山上傾瀉而下，一顆顆

的雨水浸泡，發出濃烈惡臭招來鄰人側

巨大的石頭與漂流木從屋後灌進居民家

目。大林慈院在院長賴寧生的號召下，

中、衝破家門。「看到慈濟心裡就很安

副院長陳金城與簡瑞騰等人一齊帶頭打

心，真的很感恩你們！」同樣也是災民

掃，雖是星期日，仍響應熱烈，更有許

的國民黨新城鄉黨部主任王新發看到林

多人攜家帶眷共襄盛舉，一早就整裝

從急難醫療到心靈膚慰，在疾風驟雨

俊龍執行長前來關心，特地前往表達感

待發前往水上的羅爺爺家幫忙。醫務秘

中，慈濟醫療志業各院全體總動員，風

謝之意。住在靜思精舍附近的王新發，

書林名男醫師特別帶上聽診器，希望一

雨生信心，全年無休的醫療守護一直都

老家就在受創嚴重的和中社區，看到慈

併診斷他的病況，做進一步治療。在近

在，更及時膚慰災後受創的身心靈，當

濟在第一時間就進駐和平村膚慰鄉親，

五十位醫護行政同仁的通力合作之下，

颶風遠颺，雨過天青，只留下令人安心

讓他相當感動。未來只要公路恢復通

獨居的羅爺爺總算有個清爽的家，不必

的愛與關懷仍在進行……

車，他願意投入慈濟的行列來幫助受災

一直在外遊蕩，有家歸不得。

臺 北 慈 院 趙 有 誠 院 長（ 中 ）、 游 憲 章 副 院 長
（右）、徐榮源副院長（左）及喬麗華主任秘
書一同到急診室關心病患。攝影／簡元吉

大林慈院賴寧生院長率領醫護同仁前往感恩戶
家中協助清理家園。攝影／楊舜斌

鄉親，盡快恢復家園！

八月五日
災後助重建 醫護來幫忙

大林慈院醫護同仁攜家帶眷來為羅爺
爺清掃環境，還給他一個乾淨清爽的
家。攝影／楊舜斌

東 部 災 情 慘 重， 而 南 投「 內 轆 」 低
窪地區也因豪雨造成淹水、水深及腰，
四百戶災民的家具與電器泡湯，苦不
堪言。臺中慈院取消原定的父親節淨山
健走活動，三十餘位醫護同仁由簡守信
院長率隊前往南投關懷受災鄉親，隨慈
濟志工發放慰問金與生活物資與膚慰。
慈濟大學畢業的復健科醫師洪大為，十
幾年前來南投時還是大一新生，為響應
臺中慈院簡守信院長（中）與王人澍副院長向民
眾送上生活包，安住災民的心。攝影／賴廷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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